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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入火锅红海 盒马能否杀出血路
买菜平台的底料、丸滑等火锅品类销量较上
月环比上涨了200%。在北京地区，来自内蒙
直采的原切羔羊肉卷在国庆期间共计售出约
20000份。此外，每日优鲜方面提供的数据显
示，“双节”期间，火锅底料、涮菜等火锅相关
的商品销量也有大幅增长。

盒马又盯上了一个万亿市场。10月12日，据天眼查App显示，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9月11日申请了多个“盒
马火锅”的商标，类别包括食品、方便食品等。实际上，早在去年11月，盒马就已经上线了火锅底料。疫情侵袭，方便食品
备受追捧，火锅底料更是一跃成为了资本的宠儿，火锅赛道不断迎来“新玩家”，市场逐渐红海化。不过，盒马“聪明”地避
过了川味火锅的热点，另辟蹊径选择了老北京羊蝎子、海南椰子鸡等口味。尽管如此，海底捞、呷哺呷哺等火锅巨头早已
在火锅外送市场进行了布局，作为后入局者，盒马要想在火锅市场供应链与消费场景进行延伸，进而分得一杯羹，也并

巨头林立

不是件容易事。

在业内人士看来，火锅市场之前已经处
于基本饱和状态，由于疫情的原因，又空出部
分市场空间，这也引来了不少新的入局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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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羊蝎子火锅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
宏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
上，盒马推出的火锅外卖业务与近年来发
在其平台搜索“盒马火锅”，会出现不同的标
不过，刚刚进入火锅市场的盒马并未选 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18年全国餐饮总收 展比较迅速的火锅食材连锁超市在业务的
有“盒马火锅”标识的火锅套餐，价格在 择大众的川味火锅，而是推出了多款具有地 入突破4万亿元，其中，火锅餐饮成为餐饮细 定位上面来讲是比较相似的。虽然火锅外
避过川味火锅
88-188元不等。从商品名称来看，其火锅产 域性特色的火锅产品。其中，羊蝎子火锅便是 分中最大品类。据悉，从2014年起，火锅业高 卖业务市场空间比较大，但在布局的过程
盒马再次加码火锅市场。10月12日，北京 品更加突出派系特色，比如老北京羊蝎子火 盒马与月盛斋第二次合作推出的产品。据了 速增长。2018年，全国火锅业总收入8757亿 中仍需在供应链上下功夫。如今在火锅外
商报记者了解到，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 锅套餐、内蒙古泉水羊肉火锅套餐、海南椰子 解，为了能让羊蝎子火锅更贴近消费者的需 元，预计将在2020年超万亿元。
卖上不仅有餐饮企业、零售企业这样的竞
司已于9月11日申请了多个“盒马火锅”的商 鸡火锅套餐等。
求，盒马与月盛斋根据消费者喜好更改了包
然而，受到疫情影响，线上消费需求进一 争对手，还有不少食品企业通过自身的供
标，其中包含30类方便食品、35类广告销售、
实际上，盒马对于火锅市场的野心早已 装规格、产品口味。据悉，产品规格从去年的 步提高，其中火锅外卖也备受青睐。据多家平 应链优势在分羹。因此，供应链也是未来构
43类餐饮住宿、31类饲料种籽等四大类别。这 显现。在去年11月，盒马就在全国门店上线 500g增加到了1000g，还取消了火锅配菜。 台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假期期间， 成竞争的关键。所以，盒马在接下来的布局
也意味着，盒马鲜生盯上了万亿的火锅市场。 盒马火锅，重点打造海南椰子鸡、潮汕牛肉、
在家涮火锅也成为了消费的新潮流。据盒马 中，要强化自身的供应链能力。另外，像火锅
为此，北京商报记者针对注册“盒马火 浓汤海鲜、泰式冬阴功、羊蝎子等口味锅底，
方面介绍，在广东地区，今年国庆期间，盒马 食材配料这类产品的业务，提供高性价比的
新的窗口期
锅”的相关事宜采访盒马方面，但其并未透露 消费者可以自行在店内选择火锅配菜，“ 盒
火锅线上占比已达80%。
食材配料、外送服务等也是持续发展的关键
更多计划。
盒马强化自己的火锅业务与火锅业的快
区房”消费者则可获得30分钟配送上门的
根据叮咚大数据报告显示，10月1日中秋 因素。
北京商报记者从盒马App上看到，目前 服务。
速增长有一定联系。据《2018-2019中国火锅 当天，火锅关键词的搜索量上升了40%，叮咚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赵驰 郭缤璐

瑞幸等5家关联公司被罚千万元
10月12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
网获悉，市场监管总局对瑞幸咖啡（中国）有限
公司、瑞幸咖啡（北京）有限公司、北京车行天
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神州优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征者国际贸易（厦门）有限公司等5
家公司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上述5家公司分别被
处以罚款人民币200万元整。
根据公告显示，2019年4-12月期间，瑞幸
咖啡（中国）有限公司及瑞幸北京公司为获取
竞争优势及交易机会，在北京车行天下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北京神州优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征者国际贸易（厦门）有限公司等多家往来
企业帮助下，虚假提升了瑞幸咖啡2019年度相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郭缤璐）

关商品销售收入、成本、利润率等关键营销指
标。2019年8月至2020年4月，瑞幸咖啡（中国）
有限公司通过组织召开“瑞幸咖啡媒体沟通
会”，“无人零售战略发布会”，2019年度2、3季
度电话业绩会等多种渠道对外宣传使用上述
虚假营销数据。
经统计，2019年4-12月，瑞幸咖啡 （中
国）有限公司及瑞幸北京公司在多家第三方
公司帮助下，采用“个人及企业刷单造假”
“API企业客户交易造假”，虚增收入，通过开
展虚假交易、伪造银行流水、建立虚假数据
库、伪造卡券消费记录等手段，累计制作虚假
咖啡卡券订单1.23亿单。
同时，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及瑞幸
北京公司与多家第三方公司开展虚假交易，

通过虚构原材料采购、外卖配送业务，虚增
劳务外包业务，虚构广告业务等方式虚增成
本支出，平衡业绩利润数据。通过资金不断
循环，实现营业收入大幅虚增，最终形成极
具吸引力的虚假业绩，欺骗、误导消费者和
相关公众。
据了解，2020年9月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已向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送达了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
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告知了其
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有陈
述、申辩，并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瑞幸咖啡
（中国）有限公司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之日起的三个工作日内，未向该局提出
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要求。

斗鱼、虎牙合并终落定
10月12日晚间，
虎牙与斗鱼联合宣布，双方已签订“合并协议
与计划”，合并后，斗鱼将成为虎牙私有全资子
公司。这也意味着，历经多月谈判的斗鱼、虎牙
合并案，终于落定。
据合并协议显示，虎牙将通过以股换股合
并收购斗鱼所有已发行股份，包括由美国存托
凭证（ADS）所代表的普通股。而斗鱼在合并前
已发行的股份及ADS将取消，届时斗鱼将成为
虎牙私有全资子公司，并将从纳斯达克退市。
同时，若合并完成，虎牙CEO董荣杰和斗鱼
CEO陈少杰将成为合并后公司的联席CEO，
陈少杰也将成为虎牙董事会第十名成员。
在双方正式发布消息前，业内已传出些许
风声。据媒体报道显示，就斗鱼与虎牙合并一
事，各方自今年6月便开始谈判，而此次则是腾
讯第三次提出相关建议，并已上升至腾讯总办
层面。此外，斗鱼与虎牙合并后，两方的发展定
位也将略有不同。
作为游戏直播市场的两大平台，斗鱼、虎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郑蕊）

牙合并一事一直是业内关注的领域，尤其是自
今年6月以来，合并传闻愈演愈烈。随后在8月
10日，斗鱼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已收到腾
讯控股发布的初步非约束性建议书，建议斗鱼
和虎牙订立换股合并协议，虎牙或其附属公司
将收购斗鱼已发行普通股。同一日，欢聚时代
也对外称，公司已与腾讯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LinenInvestmentLimited达成最终股份转让
协议，公司将向腾讯控股转让虎牙3000万股
普通股，总价值为8.1亿美元。至此，斗鱼与虎
牙的合并正式明确。
据斗鱼与虎牙此前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
度财报显示，现阶段两家公司均保持着营收、
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斗鱼在2020年第二季
度实现营收25.08亿元，同比增长33.9%，非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实现净利润3.23亿元，同
比增长513.7%；虎牙的营收则为26.97亿元，
同比增长34.2%，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归
属于虎牙的净利润为3.51亿元，同比增长
106%。

与此同时，我国直播市场也在进一步发展
中。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
《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0年6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9.01亿
人，且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也已达5.62亿
人。而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游戏直播行业
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游戏直播整体市场规模
预计在2021年将扩张至近400亿元。
但在整体市场持续扩展出更大发展空间
时，游戏直播市场在经过前期快速增长阶段，
并淘汰掉一批平台后，现已进入一轮新的竞争
阶段，此时斗鱼、虎牙两大直播平台的合并，或
将令竞争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
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
峰看来，在合并前，斗鱼与虎牙因同属于直播
平台，因此双方更多的是竞争关系，但合并后，
双方则能借助各自的资源优势以及不同的发
展定位共同推动整体的发展，在借助规模效应
获得更大市场份额的同时，也能让旗下业务实
现进一步延伸。

巴比馒头上市：九成收入靠加盟
10月12
日，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饮巴比”，股票代码“605338”）
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登陆A股
的首个主打包子的餐饮品牌。据了解，
该公司此次准备募资9.5亿元。值得注意
的是，中饮巴比是目前已经上市的餐饮
企业中为数不多的依靠加盟为主要扩
张模式的餐饮品牌，有业内分析人士认
为，中饮巴比能够成功登陆A股实际上
是因为它是依靠供应链驱动的食品加
工生产企业，销售终端并非其核心业
务，这也是中饮巴比与其他餐饮品牌的
不同之处，但随着中饮巴比规模的不断
扩大，巴比馒头这一品牌也面临着被仿
冒的风险，中饮巴比上市后也将会在
“打假”方面下不少功夫。
资料显示，中饮巴比从事中式面点
速冻食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是一家
“连锁门店销售为主，团体供餐销售为
辅”的中式面点速冻食品制造企业。截至
2019年12月末，公司拥有16家直营店、
2915家加盟门店。公司建立了以加盟门
店销售为主，直营店及团餐销售等相结
合的营销体系。
中饮巴比主要的营收来源有两部分：
向加盟店销售供应包子、馒头的原料或半
成品，以及加盟费、管理费等收入，目前巴
比馒头的线下门店共2799家，门店分布在
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几十座城
市。2016-2018年，巴比馒头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7.2亿元、8.67亿元和9.9亿元。
从中饮巴比的业务来看，中饮巴比
的业务模式与绝大多数餐饮企业的业务
模式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和君咨询合伙
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宏表示，中饮巴
比是典型的依靠供应链驱动的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其终端也多以销售、外带为
主，与餐饮企业现场制售并提供堂食服
务有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帮助中饮巴比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郭诗卉）

成功登陆A股的原因之一。文志宏同时表
示，中饮巴比的市场空间仍然很大，未来
很有可能开出万家门店，但同时，中饮巴
比也需要更加重视对加盟店的管理，未
来如果计划继续依靠这种模式扩大规
模，则需要建立起更完善、可靠的加盟管
理体系。
中饮巴比方面也将加盟模式列为企
业的风险因素。该公司表示，中饮以加盟
的销售模式为主，主营业务收入90%左
右来源于加盟模式的产品销售。报告期
内，发行人加盟门店的数量增长较为迅
速。加盟商拥有对加盟门店的所有权和
收益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在
具体经营方面须接受公司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若加盟商在日常经营中未严格遵
守发行人的管理要求，将对发行人经营
效益、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随着发行
人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加盟商的不断
增加，发行人在加盟模式的制度建设、运
营管理、资金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将面
临更大的挑战。
此外，被仿冒同样是中饮巴比正在
面临的问题，该公司表示，随着公司在中
式面点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抄袭伪
造“巴比”产品成为部分不法厂商参与市
场竞争的一种手段。尽管公司已积极采
取多种措施保护自主知识产权，但仍无
法及时获取所有侵权信息，如果未来公
司产品被大量仿冒，将会影响公司的品
牌形象及消费者对公司产品的消费意
愿，从而可能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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